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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AP) 是在正常业务过程中应支付的账单，属标准的会计术语。应付账款是最常见的负债之一，
通常出现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清单中。企业从供应商接收货物或服务，然后收到发票，在发票支付之前，
该金额被记录为“应付账款”的一部分。

应收账款
应收账款 (AR) 是拖欠贵公司的债务，通常来自赊销。 应收账款是一种商业资产，属尚未付款的客户拖欠
款项的总和。

企业对企业销售的标准程序是，当货物或服务交付时，会附带一张发票，稍后付款。商业客户希望开具发
票，稍后付款。所涉及的款项在卖方的账簿上是应收账款，在买方的账簿上则是应付账款。

应计制会计
应计制会计是标准的企业会计，假设有应付账款（账单作为正常业务的一部分支付）和/或赊销（根据发票
发货，稍后支付），与现金收付制相反。

例如，大多数企业都有定期账单，如租金、水电费等，并且经常有库存购买，这些账单不是在购买服务或
产品时已付款，而是开具发票。大多数企业也无法立即以现金形式收取所有销售收入，但必须向买家开
具发票，或等待至少部分销售收入的付款（具体百分比因行业而异）。

累计折旧
累计折旧总额减少了资产的正式会计价值（称为账面价值）每个月的累计余额等于上个月的余额加上本
月的折旧。 

酸性测试比率
酸性测试比率是企业的短期资产减去应收帐款和存货，再除以短期负债。

酸性测试比率是对公司满足其即时现金需求能力的测试，也是金融分析师常用的商业比率之一。

顾客购置成本
顾客购置成本是获得新客户所涉及的增量成本。

(应收帐款 + 存货)

短期负债
短期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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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表
资产负债表是构成公司财务报表的三个基本部分之一：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资产负债表是
公司在某个特定时间点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快照，显示了公司拥有什么（资产）、拖欠什么（负债）

，以及所有者和股东投资了多少（权益）。资产负债表必须始终保持平衡: 

资产 = 负债 + 权益

盈亏平衡分析
盈亏平衡分析用于评估公司或单一产品的预期盈利能力，可以帮助你决定在什么销售水平上，收入和支
出是相等。

盈亏平衡通常是指公司需要卖出的产品数量或需要创造的收益。

盈亏平衡分析使用三个假设来计算盈亏平衡点：固定成本、可变成本和单价。你可以在本术语指南找到固
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定义，而单价是每单位销售的平均收入。

销售额盈亏平衡点的计算公式为：

盈亏平衡点 = 固定成本 / (单价 - 可变成本)

盈亏平衡分析经常与投资回收期（也在本术语指南说明）混淆，因为许多人将盈亏平衡解释为收回最初投
资；然而，盈亏平衡分析并非应用于这方面。尽管 “盈亏平衡” 这个术语更常用，财务分析有一个如上所述
的确切定义。

盈亏平衡分析有一个重要缺点，它需要估算整个业务的单一单位可变成本和单一单位的价格或收入。在
一个有各种各样的产品 /服 务出售的正常企业，盈亏平衡分析是一个很难估算的概念。

盈亏平衡的另一个问题是偏向以单位来讨论销售和可变成本。许多企业，尤其是服务企业，并不以单位来
计算销售，而是以金额来计算销售。在此情况下，盈亏平衡分析应该将金额视为单位，将单位可变成本视
为每一元销售额的可变成本。

使用盈亏平衡分析指南，学习计算盈亏平衡点。

负担率
负担率是指人事负担，雇主在工资之外的成本总和（包括雇主承担的税项、福利等）。

财务术语指南

https://businesslink.ca/assets/uploads/2021/01/Breakeven-Analysi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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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资产
资本资产是长期资产，也称为固定资产。资产一般分为短期资产和长期资产，区别在于使用时间。

通常短期和长期的区别在于会计和财务政策。五年可能是最常见的划分点，即超过五年折旧的资产是长期
资产。十年和三年也很常见。

资本支出
资本资产（又称厂房设备、固定资产或长期资产）的所有支出。

资本投入
资本投入也可以称为投资或新投资，即投资于企业的新资金，不是作为贷款或偿还贷款，而是作为投资于
所有权的资金。

资本投入也是面临风险的资金。如果业务兴旺，其价值就会增长；如果业务衰退，其价值就会下降。这与资
产负债表上的实收资本概念密切相关。实收资本是投资者以货币或支票形式投资于企业的金额。只有当有
新投资时，实收资本才会增加；有别于留存收益。

现金
现金通常指纸币和硬币，如用现金支付。但是，此术语在商业计划中是用来表示银行余额或支票账户余额。

现金收付制
现金收付制是指不使用标准的应计制会计。现金收付制只记录现金收入和现金支出，不假设赊销（根据发
票发货，稍后支付）或应付账款（账单作为正常业务的一部分支付）。

现金收付制
现金是每个企业的命脉，现金耗尽是小企业失败的首要原因。即使公司做了大量的销售，如果银行户口没
有足够现金，公司将无法支付账单并继续营业，这也说明了为何企业必须掌握现金流和现金流预测的基础
知识是如此重要。

现金流衡量企业在特定时間有多少資金流入和流出。企业通过销售、投资回报、贷款和投资带来资金，这些
都是流入企业的现金。

企业将资金用于用品和服务、水電帳單、税項、贷款支付和其他账单，这就是现金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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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计算现金流
计算现金流的最简单公式是：

现金收入 - 现金支出 = 现金流量净额

如果净现金流量为正，则企业的现金流为正，且现金积存在银行。

如果净现金流量为负，则企业的现金流为负，且月底的现金比月初少。

现金和利润有什么区别？
信不信由你，企业可能会有盈利，但仍然没有现金。 起初这可能并不直观，因为现金和利润是兩回事。 原因
是：利润可以包括已完成但尚未支付的销售额。

另一方面，现金是指企业的银行账户里现有的资金，代表了企业的流动性。基本上，如果那些资金现在不能
用来支付账单，那就不是现金。

举例来说，如果你进行了大量销售，但向客户开具发票，他们在收到发票 30 天内才付款，那么，公司的帐
上有大量收入，而银行账户则没有大量现金，因为客户尚未付款。这些销售额只显示在损益表上。

如果客户拖欠的款项尚未到账，该笔款项则不会出现在公司的现金流量表。公司目前还不能使用该笔资
金。即使已向客户开具发票，拖欠的款项仍然在客户手中。公司在应收帐款中记录客户拖欠的金额。

同时，企业只能使用银行账户里的现金来支付账单。没有现金在手，企业就很难完成订单、支付工资、支付
租金，因此，跟踪现金流对企业相当重要。为了让公司保持运转，你需要了解每月收支，并努力保持现金流
为正数。

现金流量预算
现金流量预算提供特定时期内现金流入和流出概览的预算，通常称为现金流量或现金预算。正如现金流是
企业最关键的元素之一，现金流量预测或现金流量表是企业计划最关键的元素之一。

财务术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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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流量表
现金流量表是显示企业财务状况和健康状况的三种主要财务报表之一，另外还有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显示企业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是每月或每季）的实际现金流入和流出情况。然后，报表将收到的
现金与支出的现金进行比较，以确定企业的现金流是正还是负。现金流量表也经常显示企业在某一特定时
期末的手头现金量。

现金流为正的企业收到的现金會多于支出的现金。 同样，现金流为负的企业支出的现金會多于收到的现
金。

企业可能产生两种不同类型的现金流量表：间接现金流量表和直接现金流量表。

间接现金流量表
间接法从损益表中的净收入开始，然后进行加减来计算现金流量。

间接现金流量表較受欢迎，因为它可以輕易地从会计软件产生的报告中生成。也就是说，间接现金流量表
可能更难用于现金流预测。

直接现金流量表
直接法只是简单地将收到的现金和支出的现金相加，然后比较两个数字来计算现金流量。 

现金销售
现金销售是指使用现金、信用卡或支票进行的销售。与赊销（根据发票发货，稍后支付）相反。

现金支出
现金支出是指企业在立即必须支付而不是先等几天后支付的资金。

佣金
在商业中，佣金是根据产品销售而支付给个人或实体的报酬；一般按百分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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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年均增长率
复合平均增长率(CAGR) 是指，如果你每年将利润再投资，投资从期初余额增长到期末余额所需的回报率。
复合平均增长率的标准公式为：

收益
在不同情況下，收益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当收益应用于产品或产品线时，即表示总销售收入和总可变成本
之间的差额。在单位基础上，收益是单位销售价格和单位可变成本之间的差额，且可以按百分比（边际收
益）或幣值（单位产品差益）来表示。

边际收益
收益也经常表示为整个公司、整个集团或产品线的边际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其视为毛利率减去销
售和营销费用。了解更多关于边际收益如何作为你的盈亏平衡分析的一部分。

销货成本
传统上，销货成本是指企业销售商品的材料成本和生产成本。

对于制造公司来说，销货成本是材料、人工和制造费用。对于零售商店来说，就是购买其销售给客户的商品
所支付的费用。

对于不销售商品的服务企业，同样的概念通常被称为“销售成本”，不应该与“销售和营销费用”混淆。在这
种情况下，销售成本直接类似于销货成本。例如，对一家咨询公司来说，销售成本是支付给顾问的报酬加上
研究、复印和制作报告和演示文稿的成本。 

CAGR = (期初余额 / 期末余额) ^ (1 / 年数) – 1

或

“n” 相等于有关时期内的年数。

(      )CAGR   =                                                         -  1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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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c/contributionmarg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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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成本
销售成本是指与生产销售相关的成本。

该术语通常与“销货成本”互换使用，特别是对于制造、零售、分销或其他以产品为基础的公司。在这种情况
下，传统上指的是企业销售商品的材料成本和生产成本。

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与短期资产相同。

流动债务
流动债务是指短期债务和短期负债。

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是指短期债务和短期负债。 

债务与权益
债务和权益是负债和资本的总和，应该总是等于总资产。

折旧
折旧是会计和税务概念，用来估计资产因时间而损失的价值。例如，汽车随着使用而贬值。

直接销售成本
直接销售成本是计算销货成本的捷径。传统上，即企业销售商品的材料成本和生产成本，或服务企业提供
服务的成本。

股息
股息是指將利润分配给企业所有者的那一部分。

盈利
盈利也称为收入或利润，即销售额减去销售成本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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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税前利润 (EBIT)
EBIT 是指利息和税前的盈利收入。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或息税折旧摊销前收益是衡量公司整体财务业绩的指标，在某些情况下，可替代净收入。 然
而，EBITDA 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它剔除了财产、厂房和设备等资本投资成本。

该指标还通过将利息和税收加回到收入中，排除了与债务相关的费用。尽管如此，EBITDA 是一种更精确
的衡量公司业绩的方法，因为它能够显示不受会计和财务扣除影响的收益。

简单地说，EBITDA 是衡量盈利能力的指标。

有效税率
有效税率是将最终纳税额与实际利润进行比较。由于扣除、抵免等原因，有效税率通常低于名义税率。

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是指出售合资企业的部分所有权，从以获得启动和发展所需的额外资本。

支出
就企业会计而言，支出可从应纳税收入中扣除。常见的费用包括租金、工资、广告、差旅等。

损益表跟踪公司在某一时期内的收入和支出，以显示其盈利能力。损益表通常将支出分为六类：销货成
本；销售、一般和管理成本；折旧和摊销；其他经营支出；利息支出；和所得税。所有这些支出都可以被视
为经营支出，但当使用损益表确定经营收入时，利息支出和所得税则不包括在内。

通常很难区分资产和支出。资产与支出的最好例子是抵押贷款与租金。抵押贷款或租金的现金数额可能
是一样，但这对净资产（所拥有的资产减去负债）的影响可能很显着。

有了抵押贷款，房产的所有权价值会随着每月的还款而增加。因为房贷还款的一部分是本金，减少了贷
款，增加了所有权。剩下的付款是利息，这是一项支出。有了抵押贷款，你可以卖掉房产的所有权，在未来
的交易中获得现金或其他资产。然而，当你支付租金时，月底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累积价值。

财政年度
财政年度是标准的会计准则，允许会计年度从任何月份开始。财政年度按其结束的年度编号。例如，截止于
2018年2月的财年是2018财年，尽管该财年的大部分时间发生在2017年。

财务术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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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成本
固定成本是指需要时间才能逐渐减少的成本：通常是租金、日常管理费用和一些工资。从技术上，固定成本
是企业即使破产也要继续支付的成本。

在实践中，固定成本通常被认为是运营成本。这些不随产量波动的静态费用，随着产量的增加，每单位产量
的费用会逐渐减少。

固定成本是进行盈亏平衡分析的一个重要假设。标准的盈亏平衡公式根据每单位价格或收入、每单位可变
成本和固定成本来估算销售的盈亏平衡点。

固定负债
固定负债是必须偿还的债务。通常，期限超过五年的债务是固定负债，也可以称为长期负债。

浮动负债
流动负债是必须偿还的债务。与固定负债不同，流动负债由价值不断变化的资产担保，如公司的应收账款（
债务人）。这些通常是短期贷款。

毛利率
毛利率是总销售收入与销货总成本（也称为销售总成本）之间的差额。毛利率也可按单位基础表示，即单位
售价和售出商品的单位成本之间的差额。毛利率可以按幣值或百分比来表示。

毛利率百分比
毛利率百分比是毛利率除以销售额，以百分比表示。可接受的水平取决于业务的性质。 

利润表
利润表也被称为损益表，为显示销售额、销售成本、毛利率、经营支出和利润或损失的财务报表。毛利率是
销售额减去销售成本，利润（或亏损）是毛利率减去经营支出和税收。如果为正，则结果为盈利；如果为负，
则为亏损。

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是债务支付的利息，利息支出属于费用，从利润中扣除。利息支出是长期或短期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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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负债是指必须偿还的债务或金額。通常期限较短的债务称为短期负债，期限超过五年的债称为长期负债。

长期资产
长期资产指的是工厂和设备等资产，折旧年限超过五年，而且可能也会持续五年以上。

长期利率
长期利率是对长期债务收取的利率。

长期负债
长期负债等同于长期贷款。大多数公司将期限为五年或以上的债务称为长期债务。长期负债也可以称为固
定负债。

亏损
亏损是一个会计概念，与利润正好相反，通常是损益表的底线。从销售开始，减去所有销售成本和所有支
出，就产生了税前利润。减去税項得出净利润。如果结果是负的，则称为亏损而不是盈利。

净现金流量
净现金流量是指现金状况的预期变化，即现金余额的增加或减少。

净现值
净现值是一种用预期收益率折现未来收益流的方法，以评估预期收益的当前价值，并以今天的币值计算未
来价值。NPV 可以用来确定正在出售或资本化的企业的当前价值。

净利润
净利润是减去税收和利息后的营业收入。与收益或净收入相同。

净值
净值是公司总资产减去总负债的价值。

财务术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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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是指工资以外的人工成本；即工资税、员工补偿和其他责任保险、员工补贴服务成本、培训成
本等。

营业费用
营业费用是指进行正常经营活动所发生的费用。经营费用可能包括工资、薪金、行政和研发费用，但不
包括利息、折旧和税项。

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指在多种可能性中追求一种活动而放弃的资源使用选择。它反映了因选择另一种方案而放
弃的潜在利益。

其他短期负债
其他短期负债是不会产生利息支出的短期债务。例如，来自创始人的贷款或应计税款（欠税，已产生但
尚未支付）。

实收资本
实收资本是投资者投入公司的实际资金，不应与股票的面值或市场价值混淆。实收资本是所有者以股
权投资的形式给公司的实际资金。

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payables) 是 account payable 的缩写，即在正常业务过程中应支付的账单。这是一个标准
的会计术语，也是最常见的负债之一，通常出现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清单中。

企业从供应商那里接收货物或服务，然后收到发票，在支付发票之前，该金额被记录为 “应付账款” 的
一部分。

工资
工资是指工资、薪水或员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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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负荷
工资负担包括工资税和福利，使用适用于工资的百分比假设来计算。

例如，如果工资是 $1,000，负担率是 10%，则负担是额外$100。可接受的工资负担率根据市场、行业和公司
而有别。

预估损益表
预估损益表是预计的损益表。Pro forma 是指预计。Income statement 与 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 的意
思相同，即反映销售额、销售成本、毛利率、经营费用和利润的财务报表。

利润
利润是一个会计概念，通常是损益表的底线。从销售减去所有销售成本和所有支出，就得出税前利润。再减
去税项得到净利润。

息税前利润
息税前利润也称为 EBIT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es)，即是毛利率减去经营支出。

损益表
Profit and loss statement 与 Income statement 的意思相同，即反映销售额、销售成本、毛利率、经营费
用和利润的财务报表。毛利率是销售额减去销售成本，利润（或亏损）是毛利率减去经营支出和税项。如果
结果为正数，即为盈利；如果结果是负数，则为亏损。

可疑成本
可疑成本是指可以被视为可变成本或固定成本的成本，视具体情况而定。例如，管理人员的工资可以被认
为是制造公司的固定成本，因为无论该公司是否在全力生产，员工都会拿工资。在生产车间的员工工资则
被视为可变成本，因为这些员工可能会在生产放缓时候被解雇，他们的工资也会下降。

 
应收账款
Accounts receivables 的简称，是指拖欠公司的债务，通常是赊销。 应收账款是一种商业资产，即尚未付款
的客户拖公司的款项的总和。

企业对企业销售的标准程序是，当货物或服务交付时，会附带一张发票，稍后付款。企业客户希望开具发
票，然后付款。所涉及的金额在卖方的账簿上是应收账款，在买方的账簿上则是应付账款。

财务术语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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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账款周转率
应收账款周转率是指一个会计期间的赊销额除以平均应收账款余额。

相关成本
相关成本是指由于某些营销活动而预计在未来发生的支出，且与其他潜在的营销选择不同。

留存收益
留存收益是再投资于公司的收益，而不是作为股息支付给所有者的收益。 当留存收益为负时，公司已累计
亏损。

资产收益率
资产回报率是净利润除以总资产，用来衡量盈利能力的指标。

投资回报率
投资回报 (ROI) 是净利润除以净值或总权益。这是一种衡量盈利能力的方法，让投资者和股东用来衡量你
和同行其他公司的效率。请在此处了解更多信息。

销售回报率
销售回报率是净利润除以销售额，用来衡量盈利能力的指标。

种子资本
种子资本是在新企业的早期阶段投入的投资，通常金额相对较小，甚至出现在他们所谓的 “第一轮” 风险
资本之前。

請到 Investopedia，了解有关种子资本的更多信息。

短期
当提到资产或负债时，短期通常用来区分短期和长期。不同的公司和会计师以不同方式处理此问题，定义
各不相同。

应付账款始终是短期负债，而现金、应收账款和存货則是短期资产。大多数公司将任何少于一年的债务称
为短期债务。折旧超过五年的资产（例如厂房和设备）通常是长期资产。

https://www.bdc.ca/en/articles-tools/entrepreneur-toolkit/templates-business-guides/glossary/pages/return-on-investment.aspx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s/seedcapital.asp#:~:text=Seed%20capital%20is%20the%20money,capitalists%20to%20obtain%20additional%20fin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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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资产
短期资产是指现金、证券、银行账户、应收账款、存货、经营设备、不超过一年或者折旧期限不超过一年的资
产。短期资产又称流动资产。

短期负债
短期负债是指期限不超过五年的债务，也称为流动负债、短期贷款或短期（流动）债务，可能还包括不产生
利息支出的短期债务。例如，短期负债可能是来自创始人的贷款或应计税款（欠税，已产生但尚未支付）。

短期票据
短期票据与短期贷款相同，属期限为五年或更短的债务。

沉没成本
沉没成本是指特定活动的过去支出，通常与未来决策完全或部分无关。“沉没成本谬误” 是一种试图通过
在未来花费更多支出来弥补已花费支出的做法。

盈余或赤字
盈余或赤字是非营利组织使用的术语，在盈利性计划中，也称为损益表。

它是一份显示资金、资金成本、总盈余、经营费用、盈余或赤字的财务报表。总盈余是资金减去资金成本，盈
余(或赤字)是总盈余减去经营费用和税收。如结果为正，就是盈余，如结果为负，则是赤字。

税率百分比
税率百分比是用于确定税款的假定百分比，适用于税前收入。

单位可变成本
单位可变成本是指与每单位售出的商品相关的具体人工和材料。不包括一般费用。

未付费用
未付费用是指因已产生但尚未支付而拖欠供应商的款项。在簿记和会计中，未付费用称为应付账款。一个
简单的例子是广告商尚未支付的广告费用，但广告宣传已经进行。

财务术语指南



财务术语指南

可变成本
可变成本是与产品单位数量成正比波动的成本。最好和最明显的例子是销售商品的实际成本、直接成本，
如材料、为转售而购买的产品、生产成本和间接费用等。

可变成本的概念是公司风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可变成本比固定成本的风险較小，因为可变
成本只有在有销售和生产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另请参参见盈亏平衡分析、固定成本和贡献。

风险资本
风险资本是指在产品或服务可供出售之前，企业创建的最初阶段所需的资本。

营运资本
营运资金是支持公司日常运作所需的可用资源。

营运资本通常以现金和流动（短期）资产的形式存在，包括应收帐款、预付费用减去商品和服务的应付账款
及当期未支付的所得税。


